
北京车展开幕之际，一汽丰田全新第11

代COROLLA卡罗拉正式亮相。不仅在4月19

日的“云动之夜”上，全新第11代COROLLA

卡罗拉携代言人卡罗拉先生古天乐共同亮
相，更在4月20日由一汽丰田举办的“闪耀之
夜”上，日本丰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第1-10

代COROLLA卡罗拉也远渡重洋来到现场，
为全新第11代COROLLA卡罗拉的首次亮
相助阵。

全新第11代COROLLA卡罗拉继续秉
承着“为世界上每一个人带来幸福与快乐”
的研发理念，肩负着“引领时代的全新价值、
满足全球用户的多元需求、实现安全实用人
性化、成就超越同级的高性价比、铸造全球
信赖品质”的使命。

设计开发的核心概念为“先进质感”，全
新第11代COROLLA卡罗拉的前脸设计采
用了梯形架构，以丰田车标为中心，前格栅、
前大灯向两侧延展，并微微上扬，充分体
现了丰田Keen look的家族设计风格。新车
加长至4630mm、加宽至1775mm的车身尺
寸，领先于同级车型，塑造出宽敞大气的
视觉感受。车尾设计与前脸同样，也采用
了梯形设计。后部中央镀铬装饰条、LED组
合式尾灯及腰线实现了等高设计，更加彰显
稳重大气。

内饰设计上，也同样体现“先进质感”的
核心概念。贯穿左右面板的横向银色装饰条
打造出富有层次感的宽敞驾驶空间，同时将
中控台的位置加以调整，整体设计更契合人
性化的视觉感受。使用了柔软材质的中控台
及室内装饰，加上兼具手套箱照明功能的
LED蓝色氛围灯，共同演绎出极具高级感的
室内空间。

为迎合中国消费者对汽车生活的要

求，全新第11代COROLLA卡罗拉的室内
空间同样超越了同级别的竞品车型，轴距
延长至2700mm，后排空间加长了75mm达
到960mm，使得后排乘员的腿部空间更为
充裕。

专为中国开发的带手动模式的8速S-
CVT超智能无级变速器，为全新第 1 1代
COROLLA卡罗拉带来动力技术的全新突
破，打造出更为平稳换档的驾驭感受，同时
也新增了更富有驾驶乐趣的运动模式。此
外，配合新升级的双VVT-i发动机、F1动力
学导流鳍设计，也令燃油经济性全面提升。

全新第11代COROLLA卡罗拉打造出
“观”之灵动的外观内饰、“乘”之意动的车内
境界，以及“驭”之撼动的驾驶体验，传承48

载岁月积淀的传奇历史，肩负新的时代使
命，呈现新的设计理念，全新第11代CO-
ROLLA卡罗拉初次亮相即让人“怦然心
动”。 (本记)

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天竺新馆E2馆，别
克军团旗下三大产品线全系阵容亮相北京
车展，包括全新上市的新昂科雷和新GL8豪
华商务车，最新款君威GS和英朗XT改装车
以及其他主力车型。同时，结合首次启用的

“会呼吸的展台”设计，以及英朗XT装置艺
术与BIP互动科技体验区，别克展台为广大
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展体验。

别克展台上最引人瞩目的车型是刚刚
上市的新昂科雷与新GL8豪华商务车。新昂
科雷采用了精致豪华的外观和内饰设计，并
荟萃最新BIP智慧行车科技，包括荣膺“沃德
全球十佳”的3 . 6L V6 SIDI智能直喷发动机
和智能全时四驱系统、全系标配的车载交互
系统，以及别克前瞻性主动安全科技。新
GL8豪华商务车则以新材质、新工艺、新
造型，全新演绎了别克家族式设计，同时
通过对舒适配置等方面给予新的提升，营
造出更为尊崇优雅、更加精致科技的“首
席商务舱”氛围；更好地满足了用户商务
和休闲方面的多元化需求，再度定义了现代
商务车的标准。

此外，定制版君威GS和英朗XT改装车
也在本届车展上亮相。其中，定制版君威GS

从外到内都被注入更具超跑风格的基因，其
搭载的2 . 0T Turbo SIDI直喷增压发动机经
过Hirsch的专业调教后，动力输出由187 kW
/350 Nm提升至205 kW/410 Nm，0-100km/
h加速时间达到6 . 5秒，充分展现了强悍敏捷
的“豹”力风采。而定制版英朗XT不仅外观
和内饰都更加炫酷惊艳，其动力经过Hirsch

操刀调校后从原厂的135kW提高至147kW，0
-100km/h加速从原来的9秒缩短至7 . 4秒，为
别克展台增添了更具运动魅力的看点。

从1到520万
访上海通用别克市场营销部部长施弘

从1998年底第一辆国产新世纪下线到
累计销售突破520万辆，凭借对市场需求的
敏锐洞察和对消费者声音的细心聆听，别克
用15年的创新历程在中国成功打造成为占
品牌全球销量80%的主流中高档品牌。谈起
别克品牌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上海通用别克
市场营销部部长施弘如数家珍。别克品牌始
终从市场需求出发，聆听消费者的声音，在
中国市场深耕发展了十五年，别克团队创造
了多个中国第一。

在北京车展前夕别克品牌发布了2014

款新GL8豪华商务车及新昂科雷。在谈到别
克的产品布局时，施弘向记者介绍到：“产品
是品牌的硬实力。别克始终致力于不断充实
产品线，完善产品型谱，满足多样化、个性化
的消费需求。目前，别克已形成高档舒适车
型、高档轿跑车型、高档SUV三大产品线布
局，覆盖中高级车、中级车、MPV、SUV等主
流细分市场，并且在各自细分市场高端成为
畅销主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销量连年
屡创新高的同时，别克主力产品系列中的高
端车型实现了更快的增长，令销售结构不断
优化，销售质量持续提升。此外，近年来别克
加大力度开拓蓝海市场，不断为品牌拓展新
的增长空间，并加速别克用户的个性化、年
轻化趋势。下半年即将上市的全新中级
SUV车型，相信为客户能提供更多样化的
用车选择。

(孙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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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英菲尼迪中国
宣布，全新高科技豪华运动
轿车英菲尼迪Q50正式以进
口方式在中国市场销售，共
有Q50 3 . 7、Q50 hybrid混合
动力两种排量的五款车型。
其中Q50 3 . 7车型售价区间
38 . 98万元至44 . 98万元，包括
舒适版、豪华版和豪华运动
版；Q50 Hybrid混合动力车
型售价区间51 . 98万元至54 . 98

万元，包括豪华运动版和旗
舰版。作为英菲尼迪Q系列的
首款全新车型，Q50集驾驶、
人机互动、豪华、安全方面的
最前沿创新于一身，拥有全
球首创、源自NASA航天科技
的“线控主动转向”( D i r e c t
Adapt ive Steer ing， 简称

DAS)、同级唯一的智能双触
屏 人 机 交 互 系 统 I n f i n i t i
InTouchTM、跃级标准的车
身尺寸和豪华配置、三款高
效动力总成和前置后驱平
台、全面升级的“安全屏
障”系统，这一系列创新，

再加上最年轻的F1四冠王、
英菲尼迪车辆性能总监维特
尔的亲历调校和纽博格林北
环赛道的严苛测试，使Q50拥
有开创汽车驾控新时代的强
大实力。

(晓宁)

4月20日，东风汽车公
司携旗下12家整车企业亮
相北京车展。东风公司此
次总计参展面积约 1 2 0 0 0
㎡，展车数量近150台，覆
盖乘用车、商用车以及新
能源汽车等领域，是东风
公司参展史上最完整、最
强大的阵容。其中，进军
高端乘用车市场的旗舰车
型“东风一号”概念车、
东风入股PSA后的首款战
略车型东风风神L60量产概
念车、进军SUV市场的首
款力作东风风神AX7、东
风风行首款三厢家轿景逸
S50等4款东风品牌乘用车
为全球首发。在凸显自主

研 发 水 平 、 领 先 科 技 实
力 、 社 会 责 任 使 命 的 同
时，东风公司还以“东风

馆”的布展格局深刻诠释
了“大协同、大自主、大
东风”的发展战略。

在福特品牌“1515”计
划之下，越来越多的实力
经销商服务于广大车主。
而在济南，广大福特车主
近日迎来一大喜讯：福特全
新最高标准4S店登临济南，
实力上市国企子公司济南
信达福特4S店4月6日盛大
开业。信达福特4S店位于二
环西路与济齐路交叉口，
毗邻匡山汽车大世界，展
厅面积8000平米，是福特品
牌全新最高标准4S展厅。
作为省内唯一一家福特三
层汽车展厅，豪华的VIP客
户休息区和儿童娱乐互动
区、宽敞明亮的汽车展厅、
独立客户洽谈室、多功能上
网休息室等将给顾客带来

更贴心、更尊崇的购车体
验。此外，全球领先水平的
维修车间，配置一流的维修
设备，可为客户提供保养维
修、整车大修理、总成修理、

项目修理、全车翻新烤漆、
汽车美容装饰、代办汽车
理赔保险、车辆年审等全
套优质服务。

(晓宁)

济济南南信信达达福福特特44SS店店盛盛大大开开业业英英菲菲尼尼迪迪QQ5500开开创创汽汽车车驾驾控控新新时时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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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款款自自主主品品牌牌车车型型全全球球首首发发

▲古天乐代言全新11代COROLLA卡罗拉

▲1-10代COROLLA助力全新第11代COROLLA卡罗拉闪耀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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